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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ore than 40 year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maintained a high-speed growth trend, which has also led to an ever-increasing degree of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 China has become an inseparable part of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and Chinese goods are sold at a reasonable price. Inexpensive and high
quality has become the first choice for importation in many countries.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obtained a lot of profits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 export, and also provided strong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nterprises.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Chinese exporters has
rapidly increased, and the scale of investment and the scope of investment have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The change in the exchange rate of the RMB has had a very direct impact on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industry, directly affecting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exporters' investment.
This has also caused the decision of export investors to undergo tremendous changes in the context
of RMB appreciation.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renminbi
on China's export-investors, and hopes to effectively guide investment decisions of investors and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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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中，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这也使得中国与世
界经济融合的程度不断提升，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中国商品以
物美价廉质优成为很多国家进口的首选，中国企业在产品出口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利润，同
时也为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持。近年来中国出口商数量快速增加，投资规模和投资
范围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我国国际贸易行业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最
终影响到出口商投资的成败，这也使得出口投资商的决策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发生了巨
大变化。本次研究主要围绕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投资商决策的影响展开分析，希望有效引
导投资商的投资决策，为我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创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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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消费额、人均GDP、综合国力都呈现持续发展状态，中
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主要以吸引外资为主要目标，而中国产品的工农业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具有
很强的竞争优势，特别是中国相对低廉的人工成本使得中国制造的优势更加明显，我国出口
商数量不断增加，大量企业将投资和生产经营重点集中于对外出口领域。而随着一带一路战
略的推进与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全面开展，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人民币升
值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出口企业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投资商也因此面临着更大的
风险，投资商应该借助这个宝贵契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投资决策方面做出更加准确地判
断，为企业自身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2．人民币升值的历史沿革
中国在建国之初实行计划经济制度，而在改革开放政策执行后，中国开始全面推进市场
化经济体制，这也使得人民币汇率机制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逐渐成熟与完善的历程。特别是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民币汇率受到政府政策的显著影响，而在经历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
的汇率也逐渐呈现更具有活力与弹性的状态。下图展现了人民币与美元在不同时间段下的汇
率变化情况：

图1.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的人民币名义汇率走势图

在建国初中，国内对于外汇保持了统一管控的政策，国家对所有外汇进行了行政化管理，
这也导致人民币汇率在国内外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官方汇率无法真实体现人民币的汇率情况。
而在1973年至1993年之间，随着国外货币体系的变化和国内经济政策的变化，人民币汇率经
历了多轮转变并进入到贬值轨道。而在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之中，中国在人民币政策方面开
始紧盯美元，在2005年至2010年之间，人民汇率经历第一次改革后进入到升值轨道，2010年6
月，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第二次改革使得汇率的弹性持续增强，人民币升值现象得到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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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有效地维持在一定区间之内。
3．出口投资商的主要投资方式
出口投资商主要以国外市场为主要投资对象和投资目标，投资商不仅仅会在国内展开商
品生产和投资，同时也会在国外展开全面的投入，进而获取更加广泛的国际市场、技术和资
源等等，这也使得出口投资商的投资方式日益呈现多元化态势。
表1.出口投资商的主要投资方式
国内投资
生产投资

主要特点
国外投资
独立建厂，投资周期 跨国并购
长，回报稳定，风险
偏高，人工成本低
不参与经营，管理参 新建投资
与度不高，资金优
势，利润回报较快

主要特点
当地企业合作，管理
成熟；利润回报率
低，企业获利快
资金投资
投资周期长，独立控
股；技术优势，垄断
地位，风险抵御能力
强
由上表可以看出，投资商的不同投资方式存在不同的特点，在优势和劣势方面存在比较
明显的差异性。因此投资商要根据外部环境及企业自身状况做出最恰当的投资决策，有效保
证投资决策的有效性，降低投资风险。

4．人民币升值下出口投资商决策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持续向前，各项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逐渐增强，资本流动的自
由度也在不断提高，这就使得投资商对于投资回报率及投资风险保持更高关注度，当前虽然
部分发达国家对出口投资保持了抵制和消极的态度，但是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必
然潮流，人民币升值给我国出口投资商带来了巨大挑战，但同时也给这些企业带来了宝贵的
机遇。出口投资商应该在充分考虑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后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4.1影响投资积极性，可能出现外汇短缺
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出口投资商的投资积极性，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我国产品在对外出口过程中的竞争力会有所下降，而特别是一些跨国企业和大型企业会将人
民币升值所带来的风险进行转移，这就使得中小企业面临的压力与风险持续增加，很多出口
投资商的投资积极性持续下降。另外投资者在向外扩张过程中需要更多的资金支出，而我国
的外汇管理制度也使得很多企业的外汇出现短缺，影响到投资行为的顺利进行。
4.2影响投资者投资条件，同时影响投资效应
根据相关数据分析模型能够发现，汇率变化对于低成本价格加成企业的影响更加明显，
这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定价能力较弱，边际成本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因此人民币升值对
这部分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成本变化比较明显。
另外出口商投资效应也会受到影响，国际贸易风险持续增加，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减弱，最终
出现明显的负面投资效应。
4.3 加大走出去步伐，实现产业转型
人民币的升值使得人民币购买力得到了有效提升，出口投资商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的投资
成本得到了有效降低，这也为为我国企业走出国内市场，进军国际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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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在改革开发后的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我国企业在管理、技术、资源
等方面仍然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出口投资商应该积极利用人民币升值的机会执行走出
去战略，有效借鉴并吸收成熟经验，推动我国企业实现转型升级，进而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
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
5．结束语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商投资决策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其中既有积极影响，同样也
有消极影响，广大投资商应该仅仅把握机遇，提升投资有效性和准确性，降低投资风险，推
动企业的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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